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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强震已致逾 450人死亡
新华社电 伊朗塔斯尼姆通
讯社 13 日报道，12 日夜发生在
伊朗、伊拉克边境地区的强烈地
震已经造成伊朗境内超过 445 人
死亡，7370 人受伤。
截至北京时间 14 日早晨，伊
朗官方尚未发布有关地震最新
消息。上一次通报的遇难人数
为 407 人。伊拉克方面的死亡人
数至少 9 人，
数百人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说，受灾最重
的克尔曼沙阿省官员在与伊朗总
统鲁哈尼通话时表示，地震造成
的死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报道还说，此次地震发生于
当地时间 12 日夜里，人们正在睡
觉。伊朗至少 14 个省份受到地
震波及。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
190 次余震。震区夜晚气温已经
很低，但数千民众不得不在户外
临时搭建的帐篷内或露天过夜，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
息网消息，这次里氏 7.3 级地震
的震中在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
哈莱卜杰西南 32 公里处，属库尔
德人控制区。距离两伊边境的
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受灾最为严
重，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这里
伤亡人数最多，当地政府已经宣
布 3 天哀悼期。
据两国官方媒体消息，当局
都已派遣救援队紧急赶往地震
灾区，由于震区位于山区，且地
震引发滑坡，在伊拉克，震区的
医院受灾严重，救援因此更加困
难。由于担心发生余震，当地居
民被要求暂时留在户外。震区
夜晚气温已经很低。伊朗红新
月会说，超过 7 万人等待救援。

欧盟为英国
“分手费”开价
新华社电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
奥·塔亚尼 13 日为英国“脱欧”
“ 分手
费”开出价码，认为英国应当至少支付
600 亿欧元，才能满足其对欧洲联盟的
财政承诺。
英国“脱欧”后，300 万在英欧盟公
民的权利、
“ 分手费”和英国与爱尔兰
边界是“脱欧”谈判的三大关键议题。
欧盟方面认为，对公民权利的谈判目
前进展相对最快；双方在“分手费”议
题上僵持不下；对英国与爱尔兰边界
的讨论则为时尚早。
今年 9 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
意大利佛罗伦萨发表讲话时承诺，如
果 2019 年 3 月如期“脱欧”后，英国将
在两年内继续向欧盟交纳各类款项共

计约 200 亿欧元。
但欧盟认为“分手费”太低。德国
丰克媒体集团 13 日援引塔亚尼的话报
道说，在他看来，英国应当向欧盟交纳
至少 600 亿欧元的各类款项。
“如果欧盟接受（英国）少拿钱，
”
他
说，
“那么欧盟成员国公民将不得不填补
亏空。可德国人、
意大利人、
西班牙人或
荷兰人为什么要为英国人埋单呢？
”
为期两天的欧盟和英国第六轮
“脱
欧”谈判 10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
总部落下帷幕，
双方未就
“分手费”
等核
心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欧盟方面已
经向英国下达
“最后通牒”
，
要求英国在
两周时间内就“分手费”问题作出明确
回复，
否则无法
“解锁”
第二阶段谈判。

涉嫌定期“纳贡”朴槿惠原大秘被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刘
秀玲）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执政时曾担
任国家情报院院长、青瓦台秘书室长
的李丙琪 14 日凌晨被紧急逮捕。他涉
嫌在担任国情院院长期间向朴槿惠定
期“纳贡”，与两名前任“上贡”总金额
达 40 亿韩元（约合 2378 万人民币）。
李丙琪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
主管这一韩国情报机关，随后被任命
为青瓦台秘书室长，被视为朴槿惠阵
营的核心人物之一。朴槿惠 2007 年首
次竞选总统期间，李丙琪担任她的竞
选策略委员会副主任。
13 日，
李丙琪到首尔中央地方检察
厅接受讯问。据检方透露，
朴槿惠执政

期间，
国情院开始通过挪用特殊活动经
费每月向她上缴5000万韩元（30万人民
币）。李丙琪担任院长后，
金额翻番，
涨
至每月 1 亿韩元。包括李丙琪在内，国
情院三任院长为此共计挪用40亿韩元。
韩联社 14 日报道，李丙琪等 3 人
在供述中表示，因无法拒绝青瓦台方
面代表朴槿惠“意愿”的要求，他们不
得已将
“纳贡”当成一种惯例。
另据已被逮捕的“纳贡中介”、前
青瓦台总务秘书李在晚和前国政宣传
秘书安峰根供述，他们是在受到朴槿
惠指示后从情报院收取
“月供”
。
检方有意就此事调查朴槿惠，讯
问可能在朴槿惠所在的看守所进行。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14 日电
（记者栾海）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
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日前介绍
说，近 5 年来该军种一直按计划
用更先进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替换服役期已满的白杨导弹，预
计到今年年底，
俄战略火箭军各兵
团及其下属部队所拥有的新式导
弹数量将占其导弹总数的66%。
据俄新社 13 日报道，卡拉卡
耶夫表示，新列装的亚尔斯导弹
既可采用传统竖井发射，也能安
装到特种轮式机动车上发射，该
导弹可确保俄拥有足够的对敌
核遏制能力。
卡拉卡耶夫介绍说：
“ 亚尔
斯导弹与白杨导弹外形相似，但

用亚尔斯导弹替换其现有的竖
井发射式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在飞出地球
大气层后，其上部会适时与导弹
弹体分离，并且像自动飞行器一
样携弹头再次飞入地球大气层，
直至将弹头送到预定弹道位置
后起爆。据卡拉卡耶夫介绍，目
前俄战略火箭军拥有以上述方
式作战的各类洲际弹道导弹约
400 枚，该军种掌握的战略核导
弹数量超过俄战略核导弹总数
的 60%。这种规模的核武力量符
合俄美 2010 年签署的《削减和限
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
同时足以完成各种核遏制任务。
卡拉卡耶夫还表示，去年俄

俄战略火箭军

装备新式洲际弹道导弹
前者具有新式战斗装备，其突破
敌方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更强。
此外，亚尔斯导弹在地面部署时
的伪装隐蔽性更佳，还有新型轮
式装甲车和遥控扫雷车保卫该导
弹及其发射车的安全，另有配套
的机动指挥车和工程车保障亚尔
斯导弹完成作战任务。
”
他说，在 2026 年前，已配备
车载发射式（简称“车载式”
）洲
际弹道导弹的俄所有导弹师将
统一换装亚尔斯导弹。目前部
署在俄西部、中西部和中部某地
的 3 个导弹兵团已全部采用车载
式亚尔斯导弹，另有两个导弹兵
团正迅速换装这种武器。此外，
在靠近俄西部边境的卡卢加州
驻扎的俄战略导弹军某部，也在

战略火箭军在单次演习中，曾将
所有车载式导弹投入战斗巡逻
并部署至野战阵地。演习显示，
俄参演导弹装备具有可靠的战
斗性能和战场生存能力。今年
俄战略火箭军完成的指挥部作
战推演、战术和特种专业部队演
习共计 150 多次，比 2016 年多出
约 50%。其中部分演习课目的难
度超出原计划。在这些演习中，
新列装的亚尔斯导弹和现役白
杨导弹均圆满完成了任务。
据俄媒体报道，亚尔斯导弹
于 2009 年年底开始装备俄战略
火箭军，这种采用固体燃料、携
带分导多弹头的新式导弹正成
为 俄 陆 基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的“ 中
坚”力量。

西宁市法治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国际汇款速度慢“中银智汇”解锁跨境汇款难题
拟命名授牌名单的公示

为创新法治宣传教育，进一步扩大社会法治
西宁市法治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宣传教育覆盖面，根据《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关
拟命名授牌名单（共 13 个）
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
（排名不分先后）
规划（2016-2020 年）》和《2017 年全市普法依法治 大通县第六完全中学
理工作要点》，西宁市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西宁市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
室于 2017 年 3 月启动了西宁市法治宣传教育示范 西宁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中心
基地创建推选工作，经过推荐、审核，评选等程序， 城东区大众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
评选出了 13 个具有法治宣传教育功能并向社会 城东区地方税务局
公众免费开放的西宁市法治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城北区廿里铺人民法庭
现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2017 年 11 月 15 日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至 11 月 19 日，如有意见建议，欢迎向西宁市普法 青海省国家税务局“两弹一星”爱国主义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
廉政教育基地
联系电话：0971-6142619
城东区韵家口小学
邮
箱：xnspfb@163.com
城中区青唐城法治文化公园
联系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路 139 号
城北区祁连路小学
西宁市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湟源县城关第一小学
2017 年 11 月 15 日
湟中县鲁沙尔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

“10 分钟，中银智汇真快！感谢中国银
行！以后还要用！”一家企业在中国银行叙做
“中银智汇”产品后兴奋地说。
这家企业正是以进口农牧产品为主营业
务的外贸公司。由于业务需要，该企业常以
国际汇款方式向境外供货商支付货款。由于
农产品对采摘和保鲜时间的要求较高，供货
商要求该企业所支付货款必须准时到账，精
确到天，而企业过去办理国际汇款，长期存在
汇款速度慢的问题，有时甚至需要一两周才
能到账。为确保供货商及时发货，不影响农
牧产品品质，该企业不得不提前半个月汇款，
无形中产生了较大的利息损失，着实给企业
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困扰。
近日，该企业前往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
办理业务时，中国银行业务人员了解到以上
情况后，立即向企业财务人员推介了“中银智
汇”产品。与以往国际汇款产品相比，该产品

具有到账速度快、汇款进程可追踪等创新特
点。企业人员了解后，当即选择体验“中银智
汇”产品，办理国际汇款业务，而款项汇出后，
仅仅 10 分钟，财务人员便收到了款项汇达境
外供货商账户的短信通知，客户非常满意。
为进一步解疑答惑，切实解决企业难题，
中国银行又选派业务骨干上门拜访，为企业
详细讲解“中银智汇”产品创新优势、分析该
产品为企业带来的益处。该企业表示，
“中银
智汇”产品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企业的烦恼
和难题，对中国银行专业、高效、优质、热情的
服务给予了高度肯定。
中国银行以客户需求为核心，致力于以
产品创新为客户解决难题，提升客户体验，赢
得客户信任。今后，中国银行将借助“中银智
汇”创新产品，推动国际汇款服务全面升级，
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优质的国
际汇款服务。

西宁市 2017 年配售经济适用住房公告
为加快解决我市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
题，按照《西宁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宁政〔2008〕9 号)和
《西宁市保障性住房分配联审机制实施意见》
（宁政〔2013〕
108 号）有关规定，2017 年将开展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工作，现
将本次配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配售房源
本次配售共面向社会配售经济适用住房 889 套：
1. 丽康瑞居小区，389 套,康南路 25 号，户型为三室二厅
一厨一卫，户均面积约 92.54㎡；
2. 百韵华居小区，500 套，安宁路 12 号，户型为三室一厅
一厨一卫，户均面积约 90.34 ㎡。
二、销售价格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
丽康瑞居小区销售均价：3981.13 元/㎡；
百韵华居小区销售均价：3618.81 元/㎡。
三、申购条件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15 个工作日内，前往现户籍地所在社区或
1.夫妇双方至少有一方为西宁市市区城镇户籍；
街道办事处提交相关资料并领取填报《西宁市经济适用住房
2.无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足 20 平方米的家庭；
购买审定表》
（所有提交资料均一式两份）。
3.申请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四、政策咨询地点及电话
可 支 配 收 入 标 准 27538.63 元（每 月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房保障处
2294.89 元）的家庭，
（统计数据来源为市统计部门公布的统
地址：城西区黄河路 142 号联通大厦 15 楼；电话：6131597
计年鉴）；
城东区建设局
4.离异、丧偶（带未成年子女且拥有监护权）的无房户
地址：城东区昆仑东路 188 号 4 楼；电话：8143746
和年龄在 30 岁以上的单身无房户，其收入低于上年度全
城中区建设局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的，也可申请购买经济适
地址：城南新区庄和路政府办公楼 5 楼；电话：8254008
用住房。
城西区建设局
5.经济适用住房优先出售给家庭成员中含严重残疾人
地址：城西区同仁路 45 号 2 楼；电话：6157534
员（三级以上含三级）、重点优抚对象、劳动模范等住房困难
城北区建设局
家庭。
地址：城北区门源路 31-3 号 2 号楼 3 楼；电话：5500624
符合申购条件的家庭按照本方案的规定，每个申请家庭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只能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同时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需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

